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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 !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

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 类似的模型几乎可

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 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

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  社群 !: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  团体 !和由差序格局形

成的  社会圈子 !。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  团体 !, 东方

只存在  社会圈子 !,而在于这两种  社群 !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

指出,  差序格局 !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  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

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 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

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 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

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  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关键词:差序格局 卡里斯玛 公共性 中国社会结构

Charisma, Publicity, and China Society: Reth ink ing of

 Chaxu G eju!
Zhang J ianghu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in the curren t research concern ing Fe iX iaotong∀ s no tion

of Chaxu Geju concern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 ips betw ee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other soc ia lm embers in various categor ies. But the author th inks the same

pa ttern can be found in any culture, therem ust be som e dev iations ifw e d iscuss it

just from th is ang le. Fe i X iaotong insisted that there were two kinds o f socia l

co llectiv ity, the group, form ed out of Tuanti Ge ju; and the socia l c ircle Shehu i

Quanz,i form ed out o f Chaxu Geju. The socia l struc tura l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East and theW est is not that theW est has groups only and that the East has Sheh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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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zi only. Instead, the d ifference lies in the function o fChaxu Geju: In Ch ina,

it is the soc ia l organ iza tions resulting from Chaxu Geju that have occupied the

dom inant and guid ing positions. The pub lic sphere in Ch ina is actually an

extension and transfo rmation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o r, at leas,t is dom inated by

the priva te sphere. that Consequently, o ffer ing pub lic ity in Chinese soc ie ty, to a

considerable ex ten,t is dependent upon them ora lity of one or severa l indiv iduals at

the cente r o f the configuration of distinctions.

Keyw ords: Chaxu Geju, char ism a, publicity, Chinese society, structure

在费孝通所有的著作中, #乡土中国∃的阅读率无疑是最高的。这本薄

薄的小书从问世至今,已过去 60多年,不仅吸引了一代代的年青学子因阅

读这本书而有志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而且也让许多已有

所成的学者因不断重读这本书而获得新的灵感与启示。其读者群不仅限

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还扩展到学术界之外的社会各领域与各阶层。

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件。这本书文字的深入浅出、所列举实例

的自然亲切固然是它赢得各式各样读者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应该

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准确捕捉与把握。因此, 即便针对这

类现象,费孝通所提出的概念  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 !, 但重新阅读总

能给人启迪:我们不但从中发现许多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观点可

以从这里找到出发点,还发现费孝通所提出的许多概念蕴含着可以进一

步挖掘的潜力,经得起现代的重新诠释, 从而使得这本在费孝通本人看

来还  不成熟! (费孝通, [ 1947] 1985)的著作常读常新,具有经典的意味。

几十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对  差序格局!概念作一厘清和进一步明

确的阐释,也不断有人将其与国际上新的理论进行衔接以更好地把握

对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几位国内外重要的社会

学家与人类学家不约而同地撰文表述了对这一概念内涵及其学术意义

的新的理解。这一切不但表明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在费孝通整个学
术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说明该概念仍有探索的空间。本文由此出发,试

图进一步探讨由  差序格局 !引出的一些问题。

一、差序格局 !及其含义的诠释

如阎云翔所说,几乎所有有关  差序格局 !的探讨都是从下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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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

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

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

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

一定相同的。 (费孝通, [ 1947] 1985: 23)

以  己 !为中心, 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

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

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同上: 25)

在 #乡土中国 ∃的另一处, 费孝通还用了孔子的一段话给出了  差

序格局 !的另一个比喻:

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

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

斗星,所有其他的人, 随着他转动。 (同上: 26)

显然,无论是水波纹模型, 还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图模型,  差

序格局 !一个重要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因关系的远近

不同而有差别的行为互动模式。因此,以每个个体为中心,存在着一个

与该个体由亲密到疏远而渐次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是从这一基本

理解出发,后来的学者对该概念的解释和争论的焦点就主要集中在关

系范畴的划分与关系行为模式的描述上。

首先,最典型也最广为人知的是黄光国 ( 2004: 6 11)为  差序格

局 !所建立的模型。黄光国将中国社会的  关系 !分为  情感性关系!、
 工具性关系 !和  混合性关系!三类。与黄光国相类似的工作还有杨

国枢 ( 1993: 106)所作的研究,他依据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的亲疏

程度, 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三大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

显而易见,杨国枢延续了费孝通的表述,给出了中国社会中个体与其

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模式。沈毅 ( 2007)结合黄光国与杨国枢的表述,制作了

一个  从%差序格局 ∀看%工具-混合-情感 ∀关系分类图!模型 (见图 1)。

继黄光国、杨国枢之后, 杨中芳 ( 2001)、杨宜音 ( 1999; 2000)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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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研究。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渐趋流行后, 罗家德 ( 2007: 64)也

将  差序格局 !与社会网研究中的  弱关系 !、 强关系 !概念联系在一

起,建立了一个  差序格局 !下的个人社会网模型 (见图 2)。

图 1: 从  差序格局!看  工具 & 混合 & 情感!关系分类

图 2: 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网

近年来,阎云翔 ( 2006)对这类  同心圆!模式提出了一个批评。阎

云翔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是按照上面的阐述, 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是

一个平面的社会关系网,但应该是一个  立体多维 !的结构。阎云翔认为

 差序 !实际由  差!与  序!两个概念合成,即由  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
中心的%差 ∀ !和  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 %序 ∀ !共同构成,黄光国等人的

解说只注意到了其中  差!的部分而忽略了  序 !的部分, 因而失去了

 差序格局!的丰富内涵。二是  差序格局 !应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

而社会关系网络充其量只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简单地沿着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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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诠释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概念是不完整的。
阎云翔的批评显然是有道理的。在 #乡土中国 ∃中,费孝通反复强

调在所谓  差序格局 !由  己 !向外推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

 人伦!是最重要的原则, 或者认为这种  伦 !实际上就是  差序!本身

(费孝通, [ 1947] 1985: 25)。中国的  人伦 !除了区分亲属远近与尊卑

外,更重要的是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些等级和从属原则,这类等

级原则似乎并没有纳入黄光国等的思考之中。

阎云翔并没有解释他所说的  差序格局!的  立体多维结构!具体是什

么样子,倒是马戎 ( 2007)在参考了阎云翔的观点后给出一个具体的描述: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引入  社会分层!结构作为空间变量, 以

每个人为中心,把  差序格局!中的一个个人都想像为三维空
间中的一个个点,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空间中平行

的距离,第三个维度是  社会分层 !的距离,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

的波纹在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相互交汇,而且还动态地移动,由

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

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或者说个人  圈子 !的范

围在不断地  伸缩 !,这样的动态三维空间也许可以更生动地
体现出  差序格局 !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显然,马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  同心圆!相应的  同心球 !模型。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依然以空间中点到点的距离作为个体与个体之

间的关系距离,这类同心球能很好地界定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

络。在垂直方向的  社会分层 !维度上, 可以引入新的行为模式。譬

如,在  家人 !范畴内, 存在尊亲与卑亲关系, 因而不但有黄光国的情感

关系, 还有尊与卑之间的庇护 -被庇护或者更亲密的荫护关系;在熟人

范畴内除了混合性关系外, 则可加入阎云翔 ( 2000)所说的不平等的

 权力 -依附 !关系, 而在生人范畴, 除了工具性关系还可加入统治 -

被统治关系。如此一来,这样的一个立体模型就似乎可以很好地把阎

云翔的思考包括进去,并进而拓展和清晰化了费孝通的思想。

不过,即便我们补充了阎云翔所谈的维度, 将  同心圆 !变成更为

复杂的  同心球!模式,这样的  差序格局!仍然是关系网络的概念而非

社会结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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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关系网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所谓的

关系网通常是以某个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网络, 因而其目的和行

动就只能是由该自我所理解并加以协调, 网络成员可能仅与该自我单

线联系,彼此缺乏互动 (杨美惠, 2009: 268) ; 而社会组织则是有着比较

明确的社会目标与集体意志,其成员也是可被明确识别的人群。如果

依据上述的理解将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 !理解为关系网,这样的关系网

能否形成或怎样形成社会整体上的集体意志?

其次,中国社会也存在许多有着明确的社会目的与规则的组织与

团体, 包括宗族、村落,乃至国家等等,它们与我们此前所理解的作为社

会关系网的  差序格局 !是什么关系呢?

第三,上述的关系网络,或者社会组织, 是如何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

社会的结构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 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是费孝通提

出  差序格局!概念的终极目的,但我们似乎并未对此作深入的探讨。

二、 差序格局 !现象的普遍性

在笔者看来,在厘清上述问题之前, 似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

要弄清楚:人类学家,甚至包括生物学家,在全球各社会与文化中的发现

告诉我们,这类  同心圆!模式应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模式。

首先,一个与上述图示完全相似的模型出现在萨林斯对美拉尼西

亚的研究中。萨林斯 ( 2009: 230 )依据其在美拉尼西亚地区的田野调

查,提出了人群关系与交换模式之间的一个关系。萨林斯首先将交换

定义为三种互惠类型: ( 1)一般的互惠性; ( 2)均衡的互惠性; ( 3)否定

的互惠性。所谓一般互惠,又称肯定性互惠, 是一种利他性的互惠,最

典型的例子可见之于母爱行为;均衡互惠,则是追求平等回报的互惠;

否定性互惠则是企图以牺牲他人利益,最大限度获得个人收益的互惠,

极端的行为如偷窃、抢劫都归于这一类型之中。然后, 萨林斯认为,不

同的交换模式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一般互惠发生于亲属群体内部,

平等互惠则出现于部落群体内部, 而否定性互惠则发生在部落之间

(见图 3)。并且,从一般互惠到否定性互惠, 就如一个从极端利他到极

端利己的连续统,个体行为的选择依据的是其与交换对象之间的社会

关系, 越亲近的对象间互惠的肯定性程度越高。

比较图 2与图 3, 图 2中的  家人 !与图 3中的  家 !及  大家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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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是一类, 肯定性互惠的含义也与情感性关系大同小异;  村落 !与
 部落!内成员相当于图 2中的  熟人 !范畴, 从而要求有对等的  均衡

交换!, 即  礼尚往来!;部落间以至更外的社会成员则大抵属于  生人!

范畴, 相对应的  否定性互惠!,也与  工具性关系!意义相同。

图 3: 亲属关系与互惠模式

(资料来源:石川荣吉, 1988: 80 )

无独有偶, Erring ton ( 1988)在讨论印度尼西亚的 Iban社会时, 也

提出了该地方社会的一个模型:

Iban是一个以  自我!为中心的社会, To luwu则是一个以

 祖先!为中心的社会。他们都把自己的社会分为亲戚盟友

和非亲戚不值得信赖的其他人两个群体。自群和他群的区分

在这里是普遍的,他们总是希望多结交亲戚盟友而减少非亲

戚和不值得信赖的他人, 因此他们就会通过婚姻来把他群中

的人变为自己的人。对贵族而言, 有很多的亲戚是可以增加

他的荣耀、地位和声势的。

在他们的社会中,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按远近分等级

的,亲兄弟姐妹是最亲的, 第一级的兄弟姐妹要比亲兄弟姐妹

远一些,以此类推,按 Iban的话来说,这些在同一个层中的兄弟

姐妹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同心圆 (以  自我!为中心 ), 最靠近

的一圈由亲兄弟姐妹和第一级的兄弟姐妹构成,他们是  自我 !

的最亲近的亲人和朋友;其外面就是第三级和第四级的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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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他们都是生活在离  自我 !比较远的家屋中;再外面就是一

群称之为朋友的人,他们与己身的关系很远算不上亲人朋友

但是又不属于他群的范围,与己身所处的群体是相互尊重的;

在这个圈之外的就是其他人或者陌生人。他们的关系从中心

向外辐射就像一个石头扔进水潭而产生的波纹。1

有意思的是,在没有参考费孝通著作的情况下, E rrington连使用的

比喻都与费孝通完全一致。而 Errington所说的 1 4级同心圆也对应着

 家人 !或  亲属!这一范畴,第 5级  朋友!则与  熟人!相若,此外的就是

被称为  陌生人!的人群, Iban社会甚至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出这一结构。2

事实上,无论是萨林斯, 还是 E rrington, 虽然没有声明这一模式适

合于世界所有的社会,但人类学家发现,在土著社会中,  亲属、社区成

员、陌生人!这类范畴的区别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针对这类范畴而有相

应的交换行为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不同者, 似乎只是根据文化的不同

而有分类范畴的细微差异, 而所谓的交换行为或者说互动模式虽有具

体细微不同,但大抵都可以归纳成从最积极利他行为到极端利己行为

的连续统模式。3

即便在西方,亲属间依其关系的远近区别责任与义务也是社会构

成上的重要原则,所谓罗马法的亲等计算, 以及欧洲教会法的亲等计

算,也表明了法律对这一现象的认知。事实上,由于西方亲属关系采用

的是双边继嗣,其所形成的亲类集团 ( K inred)较之中国父系继嗣占优

的亲类集团是更均匀外推的  自我中心群 !( Fox , 1979)。4

1. 杨梅同学提醒笔者, Errington有这样一个模型并提供了上述文字,特此致谢。

2. Iban社会的居住形式是所谓  长屋 !,离  己 !身越近的房屋也是与  己 !关系最近的亲属。

参见蒋斌 ( 2002)。

3. 很多的研究是从礼物 商品处于交换的对极的视角讨论其关系差异性,坦比亚 ( Tam b iah,

1969 )曾经有一个食物范畴与社会范畴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

4. Fox关于西方社会曾有一个用  洋葱 !的比喻,即认为西方社会以自我为中心,有如洋葱一

样一层层剥开,这与水波纹的比喻同出一辙。但笔者没有找到这一比喻的出处。

就这一点而言,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曾作过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归

纳,他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  自我!构成的社会心理学模型 (见图

4)。在许烺光 ( 1988)的模型里, 第 5至 7层是自我的深层意识层, 即

 无意识 !或  不可表达意识 !层面; 第 4层是  可表达意识 !; 第 3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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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对其有强烈依恋感受的外部世界之一部分 !, 即有亲密关系的
人与物;第 2层是以  角色关系为特征的 !,其中的  人、观念和事物是

个人认为有用的 !;第 1层由人、文化规范、知识和人工制品组成,  一

般而论,个人与这一切根本没有角色或感情关系 !; 0层是其他社会的

人、习俗及人工制品。也就是说,每一层不仅包括了不同范畴的社会成

员,也包括了物品和文化习俗等文化产品, 说明人类不仅对其周边的

人,也包括物与非物质产品,均依据其社会关系的远近存在着有差别的

认知与行为方式,与自我越靠近的,其情感依赖与行为的利他性倾向就

越强。许烺光还具体讨论了西方、日本、中国等社会中每一层社会成员

的类别,尽管不同的社会其成员类型有差别, 但亲属尤其是近亲, 依然

是每个社会距离自我最近 (第 3层 )的基本成员。

图 4:人、文化与社会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生物学与博弈论的发展也对上述现象

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解释。 1964年,汉密尔顿 ( 1964)提出亲属选择 ( K in

selection)理论, 他指出,自然界的利他行为通常发生在具有亲属关系

尤其是直系家庭成员中,其缘由来自于两者间有相同的基因,血缘关系

越强, 基因相同程度就越高,相互间的利他倾向也就越强。这一现象背

后的机制是基因为了加强其复制与繁衍能力, 即  自私的基因 !导致了

这一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博弈论也对所谓熟人间的互惠现象提出了解

释,阿克赛罗德 ( RrobertAxe lrod)等证明了在一个持续互动的环境中,

能形成社会的互惠与合作及其进化机制, 从而解释了社区内平等互惠

习俗的形成。最近, H. A. 西蒙 (H. A. S imon)等的驯顺性理论又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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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学习与文化能力如何在保持上述基本模式的前提下创造出文化

多样性 (转引自刘鹤玲, 2000)。

因此,如果仅仅将  差序格局 !理解为同心圆一类的社会关系网

络,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 !并非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质,而是人类乃

至生物界的一种普遍现象。显然,这与费孝通提出这一概念的出发点

是完全相悖的。费孝通使用这一概念是认为概念所反映的事实是中国

社会与文化的特点, 或者至少是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如果仅从

 同心圆 !模式来理解  差序格局 !,这种人类依据其自身与其他社会成

员之间关系的远近而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的现象几乎是一种普遍性的现

象。即这类模式不但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中国之外的地区,包括西方

社会, 所谓的差别至多是其关系类别的划分标准不同和行为模式上的

若干差异。因此,认为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概括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

特点, 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三、从  差序格局 !到  社会圈子 !

这样的质疑似乎在费孝通提出  差序格局 !概念后就已出现,因而

在 #乡土中国 ∃后面的章节中,他还不时回头对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解

析。在  家族 !一章中, 费孝通不仅对一些诘难给予明确回应, 还就此

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 & &  社会圈子!:

譬如有一位朋友看过我那一章的分析之后,曾摇头说,他

不能同意我说中国乡土社会里没有团体。他举出了家庭、氏

族、邻里、街坊、村落, 这些不是团体是什么? 显然我们用同一

名词指着不同的实体。我为了要把结构不同的两类  社群 !

分别出来,所以把团体一词加以较狭的意义,只指由团体格局

中所形成的社群,用以和差序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相区别;后

者称之作  社会圈子!,把社群来代替普遍所谓团体。社群是
一切有组织的人群。在那位朋友所列举的各种社群中,大体

上都属于我所谓社会圈子的性质。在这里我可以附带说明,

我并不是说中国乡土社会中没有  团体 !, 一切社群都属于社

会圈子性质,譬如钱会,即是贝宗,显然是属团体格局的;我在

这个分析中只想从主要的格局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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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同样的, 在西洋现代社

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的, 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

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

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费孝

通, [ 1947] 1985: 36 37)

很明显,面对同一时期其他学者的诘难,费孝通本人也意识到需要

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一段里,费孝通

几乎是针对我们前面所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解答。

其一,存在着两种社群, 1一种是  团体 !, 是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

社群; 另一种是  社会圈子!, 是在差序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其二,

 团体!与  社会圈子!这两类社群既同时存在于西方,也同时存在于中

国社会,甚至存在于所有社会,  团体 !也好,  社会圈子 !也罢,并不是

某一社会专属品质。其三,所谓社会结构的概念,只是在同一社会中两

类社群所占比重大小或重要性的问题,  各有偏胜罢了 !, 因此, 说西方

是  团体格局 !是指团体占社会主导地位, 中国是  差序格局!, 是指  社

会圈子 !一类的社群占主导地位。

1. 在英文中,  社群 !与  社区 !是同一单词,这个概念是否由费孝通首倡,或者在此之前已有

人使用,笔者不得而知,不过这一概念在近年来渐趋流行, 在台湾已取代  社区 !一词 (参见

陈文德等, 2002 )。

为了诠释新概念 & & &  社会圈子 !,费孝通还用他称之为  小家族!

的亲属社会群来具体讨论  社会圈子 !一类社群的构成。

我想在这里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

群,这社群普通被称为  大家庭!的。我在 #江村经济 ∃中把它

称作  扩大了的家庭 ! expanded fam ily。这些名词的主体是

 家庭!,在家庭上加一个小或大的形容词来说明中国和西洋

性质上相同的  家庭 !形式上的分别。可是我现在看来却觉

得这名词并不妥当,比较确当的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

群作  小家族 !。 (同上: 37)

也就是说,费孝通提出了  小家族!这个新名词来表述他关于中西
方  家!这类社群的差别。首先, 费孝通认为西方的  家 !就是  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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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没有弹性的  团体 !,他的成员很固定地包括丈夫、妻子以及
未成年的孩子,即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核心家庭。这种界限是如此分

明,以至于  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 %带了他的家庭 ∀一起

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 ∋如果他只和他太

太一起来, 就不会用 %家庭 ∀ !。与此相反,在中国乡土社会, 首先是在

定义  家 !成员上就比较含混, 往往依情境而定, 既可以包括太太、孩

子,父母兄弟,也可以包括叔伯子弟, 甚至更远的其他亲属;而在实际的

 家!社群的构成中,  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 沿亲属差序向外扩

大 !。费孝通还讨论了中国的  家 !如何依单系 (父系 )原则扩大的过

程,但他认为,这种扩大又并不必然表现为  宗族!的大家族, 可能是三

代以内的,也可能是五代以内的。因此, 费孝通认为这种扩展的  家!

虽与  氏族!、 宗族!结构相同,但在数量、大小上并不相同,因而, 他更

愿意用  小家族!来概括中国称之为  家庭 !的社群。
这种伸缩性的产生,依据费孝通的说法是因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

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  如果事业小, 夫妇两人

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

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

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

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 使这基本的家, 变成氏族性

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

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

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

以扩大。 (同上: 39)

也就是说,中国  家庭!是一个富于弹性的、边界模糊的社群。这

一社群,虽然其核心是某个核心家庭, 但可以根据情景与需要, 依据与

这一核心家庭亲属关系的远近,将其亲属网络的成员纳入其中,成为规

模更大的社群。而随着规模的扩大也有功能的扩展,  家庭!由此可成
为从事某一社会事业的社会组织。

用现在的话说,中国的  家庭!,或者费孝通所说的  小家族 !, 能将

一个原本只是松散的、服从于某个个体的社会目标、仅由某个个体协调

的亲属网络凝聚成有一定社会功能与目标的社会组织。换言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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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家庭 !社群不仅仅局限在私人领域, 并且可以随着中心的扩张而向

公共领域类型的社会组织转化。虽然并不是每个核心家庭都有这种潜

在扩张的可能,但似乎一个个体与一个家庭的成功在于将这样的一个

 小家!变成  大家 !, 一个能够荫庇所有  家人 !、数世同堂的  家族 !,

因此成为中国所有个体或家庭的理想。

与  小家族!相类似,费孝通认为,  氏族、邻里、街坊、村落!,大体

都属于这类  社会圈子!社群。以  街坊!为例, 费孝通说  这不是一个

固定的团体, ∋∋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

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事实上, 在费孝通看来,除了国家在中国农村地

区推行的保甲组织与农村钱会组织外, 其他的社会组织或准组织均属

于他所说的  社会圈子 !。

这种由己向外推而形成社会组织的过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这样的  小家族 !并不一定将所有亲属网络的成员纳入其组织之
中。虽然其扩张的过程大致依据费孝通所说的按亲属关系的远近渐次

进行,但组织的大小与规模一方面取决于家族核心的强弱与意愿, 另一

方面被波及的亲属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二是  社会圈子 !

虽以某个个体为中心,但其扩张并不仅仅限于  亲属!一种路径。费孝通
还提到  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显然,由于朋友是一种自致性关系,关系

的缔结既可以产生于像同学、战友、同乡这类在个人生命史上有过重要

关联的社会成员之间,也可以完全来自于两个陌生人从熟悉到亲密之

间的互动。因此,只要有某种需要与特殊的机缘, 透过一定的社会实

践,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加入到以某人或某核心家庭为中心的  社会

圈子!之中, 甚至即便是  小家族 !也可包含非亲属网络的成员。

这就使  社会圈子!一类的社群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

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社群内成员的构成是模糊的,即只有该组织内

的核心成员才是清晰可辨的,而组织的边界是模糊的;二是这类组织本

身可能也是模糊的,它既有可能是若隐若现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只是维

持在一种围绕核心成员而构成的关系网络状况 & & & 表面上看似乎最多

只能被视为是一种准组织, 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组织 & & & 不
但整体目标准确,而且内部结构森严。与此相应的是它的灵活性。一

方面是这类组织似乎具备将所有的  异己 !转化为  己!的能力, 即将一

个  外人 !变成  自己人 !的能力, 但同时, 成员尤其是一些边缘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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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较自由地退出该组织;另一方面它可能只存在于某特定的时空,

人们为了一个短暂的社会目标,就可以依据  社会圈子 !的逻辑迅速地

集结在一起,但如果有确切存在的必要性,这一组织也有可能继续存在

下去 (小浜正子, 2003)。

在费孝通所列举的  社会圈子!的类社群中,  家庭、邻里、街坊 !显
然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构成的,但将  村落!、 氏族 !或  宗族!也界定为

 社会圈子!似乎并不容易理解, 因为  村落、宗族!似乎并不一定像  小

家族!一样是由某个中心扩展而形成的,他也没有对这一类社群的  社

会圈子 !属性进行进一步解析。不过,费孝通的逻辑或许如下:  村落!
与  宗族 !无疑是由一些基本的  社会圈子 !叠加而成的, 而由一个或数

个  社会圈子 !合并而成的社会组织也应是  社会圈子 !。这类组织虽

然可能有多个中心,但与团体格局相对的是:其社群的伸缩性与社群边

界的模糊性仍然与  社会圈子!一样。
虽然,费孝通没有对  社会圈子!与  差序格局!之间的差异与各自

所涵盖的范围进行严格区分, 有时甚至是笼统地将两者并提,但有关

 差序格局!的主要思想脉络还是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费孝通认为构成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群是  社会圈
子 !,而  社会圈子 !是以某个个体或家庭为中心, 依据差序关系所扩展

出去并聚集而成的一个社群。也就是说, 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圈子!

是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实体化的社会组织。

其二,这样的  社会圈子!依据其中心个体的社会影响力的大小而
有大有小,即费孝通所说的具有伸缩性与弹性。

其三,伴随着  圈子 !范围的扩张是其社会功能的扩大。因此, 在

所谓  私 !的领域与  公 !的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公共领域是由

私人领域扩展形成的。

其四,这类大大小小的  社会圈子 !就构成了所谓的  差序格局 !。

也就是说,所谓的  差序格局 !并不指  差序!关系本身, 而是指在中国

乡村, 经由  差序 !关系所构成的  社会圈子 !的格局。不但这样的  社

会圈子 !本身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支配性的社会组织类型,而且,不

同  圈子 !之间的强弱对峙与整合也成为社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

我们很容易用这样的  差序格局 !去描述中国乡村的社会事实。

在费孝通所熟悉的江南地区,由于土地的商品化与  一田两制 !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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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富有地方的乡绅多迁居到城镇,农村社会分化程度较低,因此,村

落中的基本社会单位是所谓的主干家庭, 但城居地主与乡绅则有可能

扩展到  小家族!的范畴 (颜学诚, 1998)。而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尤其

是北方地区, 农村社会多操纵在几个大户人家手里, 以大户为中心的

 社会圈子!支配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其他的农户则依据差序关系被整

合或从属于这几个可能处于竞争中的  社会圈子!中; 即便是在中国南

方号称以宗族为主体的乡村社会中, 宗族尽管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

 团体!,但实际的情形仍然是宗族操纵在个别的地主乡绅手里, 宗族

势力的兴衰与其范围的大小也与该宗族中心的强弱息息相关。从这一

意义上看,宗族本质上也是一个跨村落的、扩展后的  社会圈子!。

因此,如果要给  差序格局 !一个模型的话,应该是一个由众多的

 社会圈子!所构成的模型:以每个个体为中心都存在一个  圈子!, 但

 圈子!有大有小, 一些小的  圈子!可能从属或部分从属于某个大的
 圈子!,这类  圈子!的分布格局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  差序格局!。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费孝通显然认为,不但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依

照的是这一逻辑,超出乡村之外的社会组织,  从己到家, 由家到国,由

国到天下!, 都是沿着同一种逻辑扩展出去的  社会圈子 !。在他看来,

中国主要的社会组织, 或者说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社会组织, 均是这类

 社会圈子!型的社群。

这类社群最显著性的特点是围绕某中心存在着核心与边缘。首先

是这类社群的起始通常是以某个个体为中心而逐渐扩展形成的,随着

扩展的渐次展开,从而形成了社群的核心与边缘,而最终社群的规模与

功能也取决于中心势力的大小与影响力。因此,这类社群存在着我们

也许可以称之为  个人组织化!的过程, 即经由一个人的人格与力量而

形成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同时,即便是已有一定成规的社群,甚至明显

被视作  团体格局 !的  团体 !社群,其内部也随时可能滋长出一个或多

个以某个个体为中心的  圈子!,从而也形成核心与边缘的架构, 最终

该社群也在  圈子 !的形成与角逐中, 被某个  圈子!支配或几个势均力

敌的  圈子!所瓜分。这种社会  组织个人化 !的现象无时不刻存在于
中国社会之中,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朋党政治, 还是当代干部的小圈子,

都是这一现象的体现,中国人的这一特性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性批判

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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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差序格局 !与中国社会的公共性

无论  差序格局!还是  社会圈子 !,费孝通使用这两个概念目的都

在于说明支配中国社会的基本社群是由以某个  己 !为中心而构成的。

这些基本社群的大小与规模,取决于其中心势力的厚薄,他因此反复提

到,  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 还说,  范围

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首

先,建立起共同规范, 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社群的形成来自于某个个

体、核心家庭的扩张; 其二,个体的人格以及其所掌控的、我们现在称之

为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资源决定了社群的内涵与外延;其三,社会中

的其他成员会依据该中心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利害而确定自己对社群

的依附及依附程度;其四, 已形成的中心与社群也会建立起对其成员的

约束与支配机制。

对这一过程,日本学者寺田浩明 ( 1998)有一个至为详尽的解析。

他通过明清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  约 !的组织的形成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寺田浩明看来,以  一君 !为中心的  国法 !体制与中国乡村社会中广

泛存在的  契约!传统都不足以单方面解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

而在明清以来所广泛存在的各种乡村层次上的  约 !中,可以同时发现

上述  对等者之间通过相互合意缔结的约 !和  居于上位者作为规范单

方面宣示的约!这两种要素。寺田浩明把这一过程简化称为  首唱和

唱和!模式, 即  围绕%约 ∀而形成的集团、组织并不是事前就具有共识

的人们经过对等的讨论就能达成的结果, 而是某个主体的首唱和众人

对其唱和的过程 !。1而在这一过程中, 秩序的形成是因为:

行为规范的共有状态只是在特定主体的  首唱 !和众人

的  唱和 !这种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这一过程因为存在  首

唱 !的契机, 所以区别于  建立在相互合意上的约 !这种理念

型;同时又因存在  唱和!的契机而与  命令型的约束 !区别开

来。如果简单地加以定义的话,不妨称之为  建立在首唱和

唱和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共有状态 !。 (同上: 162)

1. 以下涉及寺田浩明观点的部分均参见寺田浩明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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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所谓的  约 !是以某个中心的  首倡 !与其他人的  唱
和 !来构成的,即  约!产生的过程来自于中心的扩张与其他成员的依

附。显然,这一过程与费孝通所说的  社会圈子!的形成不谋而合, 因

此,该组织也与费孝通所说的  差序格局 !、 社会圈子 !一样具有伸缩

性,  这种类型的集体或组织结构不能由其外延或范围而必须由其核
心部分来加以说明。虽然特定的时点上可以根据对首唱进行唱和的人

数来确认%约 ∀的范围, 但这不过处于过程的途中, 这种组织的结构决

定了其不断扩大外延的倾向! (寺田浩明, 1998)。

寺田浩明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费孝通所说的  横暴权力 !与  同意
权力!如何同时作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在 #乡土中国 ∃中, 费孝通区

分了这两种权力,但并没有将其与前面论述的  差序格局 !勾连在一

起,显然,费孝通所说的  同意权力!即寺田浩明所说的  对等的合意!,

而  横暴权力 !则相当于寺田浩明所说的来自于居于社会高位的  命令
式约束 !。根据寺田浩明的解说,  社会圈子 !一类的组织与社群与

 约!一样将  合意 !与  约束 !结合在一起, 从而使得中国乡村社会的

秩序形成既有  自发!的一面, 也有  强制 !的一面, 由此而构造出了中

国乡村共同体内有规范的社会生活。

因此,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公共性相当程度上是由这些  社会

圈子 !的中心个体所共同确定的。这一过程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 虽

然每个个体都有属于其个人的圈子 & & & 最低限度是其核心家庭, 但

该个体可以选择或一定程度上被强制选择加入或从属于某一个大的

圈子,从而接受该圈子中心的庇护与支配; 其二, 在一个社会圈子的

内部,圈子中心的个体相对于其圈子内成员处于强势与高位, 而与其

他独立圈子中心个体处于竞争地位;其三,中国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化

的程度取决于这类  社会圈子 !的规模与功能, 拥有规模较大、数目

较少的社会圈子构成的乡村社会, 显然有更为集中的权力架构和更

高的组织化程度,同时也说明该社区拥有一些支配能力很强的个体,

他们充当着某个社会圈子的中心或核心人物, 从而更大程度上支配

与决定了社区生活。

这也使得  社会圈子 !在某种意义上是该圈子中心个体人格的外

化与自我的呈现,即, 社会圈子的集体人格在相当程度上是其圈子中

心个体的人格,从而该社会圈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中心个体自我的

17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



呈现与投射。在这点上, 显示出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人观。

在西方,从个体主义成为其意识形态以来,个体也编织所谓的社会关

系网络,但他们更可能的只是利用我们现在称之为  社会资本 !的东

西完成个体现世的欲望与享受。即便是 M. 韦伯笔下的新教徒, 其累

积财富的目的也是以个体身份面对上帝, 尽管这些财富可能最终还

是经由教会之类的中介间接分配给其他个体, 但并没有建立起财富创

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依赖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下,费孝通所说

的以个体之间的独立与平等为基础的  团体格局!才能够形成; 而在中

国或者东方, 个体之间, 或者说个别的社会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与

相互构成的关系, 1按照魏捷兹 ( 1996)的表述,  个人的一部分成为他

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他人的一部分, 又成为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一个成功的个体来自于将更多的他人的更多的一部分纳于其自

我的范畴,从而使得其自我的养成仿佛像栽培一棵大树:一个成功的自

我就是培植成一棵参天大树, 不但能将现世中与之有关系的个体依其

关系远近纳于其保护与荫庇之下, 而且绵延世泽, 荫及后人。具体而

言,  社会圈子!形成的过程, 同时也是中心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进行

各种交换以及各种  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社会圈子!的内涵

与外延取决于其中心个体所掌控的各种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及其个性,

其成功处也表现为由于中心个体的个人魅力,这个圈子能够不断地将

一些边缘或潜在的成员纳于其圈子之内, 从而建立起其内部社会成员

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显而易见,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体与个

体间有差别与等次的人格,也就是阎云翔所说的  差序人格!。

1. 这种依赖甚至可以达到分享生命的程度,譬如很多中国老人会对自己的高寿有罪孽感,因

为他相信他的高寿可能折了其他人尤其是儿孙的寿命。

费孝通及其他人所谈到的中国人公私不分、群己界限具有相对性

的现象也由此而易于理解。首先,每个个体最忠诚的是以其  己 !身为

中心的那个社会圈子。从小民的核心家庭,到大户人家的  小家族 !,

再到皇帝的国家与天下, 随着圈子的逐步扩大也是圈子中心的那个

 己!在不断地扩张、延伸, 他们自己也以这类  家!的主人自居, 这一社

会圈子的利益也基本等同于其个体的利益。至于从属于这一圈子的其

他社会成员,由于对这一圈子的认同实际也是对其圈子中心个体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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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因此, 他对该圈子的认同程度既与其距中心的关系远近有关, 也有

可能是因价值上的认同而追随,还有可能是纯粹因为功利而依附, 因而

其认同是相对的。这也与近代西方社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西方近代民

族国家的建立,其意义在于这一社会集团是个体合意 (至少是在价值

理想上 )的结果, 个体对其的认同也是认为这一社会集团能够严格界

定和保护个体的利益。因此,  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

织的团体,为了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 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

别种团体! (费孝通, [ 1947] 1985: 29)。也就是说,就其本质而言, 西方

对国家的尊崇来自于国家这个共同体对其个体利益的保护, 因此对国

家宪政、法律与其尊严的维护实际也是保持其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

在中国,首先,一定范围内的公共领域实际是由私人领域扩张而成 & & &

社会圈子来自于一  己 !的外推, 即便最大的社会集团  国家 !也只是皇

帝的家,忠诚于传统皇朝国家也只是做  一姓之家奴!,因此, 公私之间

的转换本身就是相对的,即便是国家也并不是一个超越个体之上的公

共领域。其次,这样的公共领域 & & & 假定可以这样说的话,对其内部成

员权益的保护也是有差序的, 即个体所获得的权益与其在社会圈子里

的相对位置有关,当然,也与圈子中心的德性有关。也就是说,每个社

会圈子提供给其内部成员的庇护不仅是有差别的, 而且也是难以预期

的;这也造就了社会成员对所属圈子有差别的认同与忠诚,个体对某个

社群的自我牺牲与利他行为也建立在其自我与该社群的相关性上。

由此可见, 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社群公共利益的中国式的公共

性的生产与再生产, 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某个个体或一批个体的人格。

通常来说, 对于一个创始的  社会圈子 !而言, 其创始人所具有的超

凡魅力,不但是该社群成立与壮大的基础,也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该

社群的公共利益,其人格也能约束和引导社群成员的集体行动。但

对该社群的继承者来说 & & & 一般而言, 这种继承关系是依据亲属关

系来确定的, 因而如何再生产这种中国的公共性就成了问题。中国

的儒家,尤其是新儒家试图承担起构建这种公共性的责任, 并因此构

造出一种理想的机制。首先,构造出一种理想人格, 这类人格能够抑

制个人的私欲 (  人欲 ! )而将其转化为公理 (  天理人心 ! ), 将一己

之私的  小我 !改造成以天下为己任的  大我 !; 其二, 提出  内圣外

王 !, 即强调只有具备上述人格的人才能承担起公共责任,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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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个体才能将其人格转化为真实的公共性, 而且是依据其德性

的程度依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德性多高, 其扩展的社会范

围就有多高; 其三,最理想的社会是上古三代, 通过  禅让 !而使  有

德者 !始终居于社群的中心, 从而使得社会的公共性不仅能够被持续

地再生产, 而且能进一步地扩大积累。

显然,实际的情形会与这种理想相差甚远。所有的社会圈子, 正由

于他们是以一  己 !为中心扩展出去的社群, 都需要面对  公 !与  私!

的矛盾。首先,无论是  小家族!、宗族、地方村落社会,还是大到整个

国家, 圈子中心的个体都很容易将属于全体社群成员的整体利益用于

满足其私欲,从而不断消解整个社群的公共性;其次是社会圈子中心个

体的更替基本上也是沿着差序来进行的, 从而不能实现儒家所设想的

那种传贤不传亲的  禅让!制度, 这也使得社群公共性的再生产难以为

继而不断衰减。虽然儒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试图努力拯救现实,尤其

是在国家层面上,由儒家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官僚集团努力用制度将那

些可能并不真正具备帝王品质的皇帝的私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断

规劝皇帝只有把  家天下 !与  天理人心!扣连在一起才能使其基业永

固,从而引导皇帝勤政爱民, 以  天下为公 ! (张星久, 2006)。但事实

上,这类社群的公共性仍然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而不断衰减。

这就使得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的  差序格局 !是一幅变动不居

的社会图景。首先,构成差序格局的  社会圈子 !的生命史可能是短暂

的。尽管根据寺田浩明 ( 1998)与梁其姿 ( 1997)等的研究, 创立的社群

如因确有存在的需要, 会朝向制度化、规范化一面发展以延续其生命

力,从而尽量避免该社群因首倡者  人亡!而  政息!的情况。首倡者的

人格一般来说仍然是不可复制的,一旦社群的公共性被后来者消耗殆

尽,不再能够引起社会成员的尊敬、服从与追随, 不但不会有新的社会

成员加入,原有的社群成员也会流失甚至背叛, 最终导致  社会圈子!

的解体。其次,  社会圈子 !间存在竞争关系, 从而呈现此消彼长的局

面。在一个共同的社区内,随着原有优势社群势力的式微,新的社群会

产生、兴起, 或者原来处于弱势的社群会因社群内出现了新的强人而复

兴。势力的消长也引起社会成员的分化、瓦解与重新组合,从而使得中

国社会从基层开始, 就不是一个有着稳定、固化结构的社会,其政治过

程的意义也远远超过结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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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笔者看来,  差序格局 !这一概念所昭示的实际是中国
社会的  卡里斯玛 !性质。因为在费孝通看来 , 组成所谓  差序格

局 !社会的是  社会圈子 !社群, 而这样的社群是依赖具有非凡品质

的精英个体的引领与普通个体的追随、效忠相结合而构成的, 所结

合的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则是依据中国古代伦理所构成的差序关

系。根据王斯福 ( 2008)所做的研究, 首先 , 这类  卡里斯玛 !人物
不但存在于中国的庙堂之上, 也存在于中国基层社会的草根之中,

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 其次, 这类  卡里斯玛 !人物不仅自发地产生
而被社会所被动地接受, 也是社会的一个期待; 第三, 这种非凡品

质与权威并非完全建立在原有的传统价值资源之上, 也包括对传

统价值的颠覆、破坏与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创造, 使得中国社会具

有前进与变革的内在动力。

王斯福所谈到的最后一点,实际上也是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 ∃中所

提到的中国乡村存在的第四种权力 & & & 时势权力。费孝通谈到,当旧

有的社会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 新的环境发生了,虽然人们会

仍然习惯性依赖旧有的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

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

义的! (费孝通, [ 1947] 1985: 79)。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又需要有新的

人物来发明,于是就在人们的期待之中产生了新的  文化英雄!,  他提

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

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 ! (同上 )。费孝通认为这是一种与他

此前所说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与教化权力不同的、同样在中国社会存

在且具有正当性的第四种权力 & & & 时势权力。

也就是说,无论是日常的社会生活,还是危机到来时的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的结构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人

格,他们的非凡品质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一影响, 不但

存在于乡村地方社会,而且渗透到中国的每一社会阶层:我们都能显而

易见费孝通所说的这种以彰显个体人格而构成地方社会结构的  差序

格局!, 即便是强大神圣如整个帝国,其成败也都寄托在一种人格的绵

延或者某种抽象人格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上, 这一  卡里斯玛 !性质如

M.韦伯 ( [ 1921] 1998: 270)论述的:

在中国,君主的 (继承魅力一成不变的 )魅力资格得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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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绝对的坚持。不论出现什么性质的厄运,不仅战争的不幸,

而且包括干旱、洪水和其他不幸的天灾等等, 都会迫使他下

台。这时他已不具有上天所要求的 (经典上确定的 )  德性 !

的魅力,因此,不是合法的  天子 !。

结语

本文的结论是:仅仅将  差序格局 !这一概念理解为个体对其他社

会成员有差别的关系模式是不完整的, 作为社会结构概念的  差序格

局 !,其实际的含义是强调由  差序 !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

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这也就是说,以某个个体为中心而扩张形成的

社群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是

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从而使得中国

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与取决于处于  差序格局 !中心

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因此,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 !也是从中国所谓  私的毛病 !出发而提

出的。中国人的这种  公私不分 !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性批评的重
要主题,在多数批评者看来, 中国人  有私德而无公德 !问题也是阻碍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笔者看来,中国当代  差序格局!

社会结构的延续和个体道德性的衰退使得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现代转型

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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